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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同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呼吁制定全球保护蓝图
——国际社会期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昆明大会
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
（COP15）第一阶段会议 11 日在昆明开幕。多个主要
国际机构负责人、与会国高级官员和相关专家在会前
接受记者专访时，强调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刻不
容缓，对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深表认同，并对此次会议
制定未来十年全球保护蓝图充满期待。
■ 新华社记者 张家伟 刘阳

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呈加速态势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，地球正处在第
六次物种大灭绝危机之中，地球生态系统随着时间推
移日益进入危险区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、各国的经济
所依赖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破坏。大量生物多样性
报告显示，我们没有达到预定的保护目标。保护生态
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，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使这个
全球行动取得成功。
“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生命形式
的减少和灭绝，这种现象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加速发

生，”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·汤姆森说，
“我

这是 2021 年 8 月 9 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境内拍摄的象群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已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，
这提升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
护方面的引领者地位。
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

■ 新华社记者 胡超/摄

期待未来十年全球保护蓝图
埃及环境部长生物多样性顾问、联合国《生物多
样性公约》埃及国家协调员穆斯塔法·富达说：
“ 本次

们失去地球生命形式的惊人速度主要是人为造成

莎白·穆雷玛说：
“ 中国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

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，我们将就‘2020 年后全球生物

的。我们必须停止对自然的‘战争’，否则就太晚了。”

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跟随效仿这个好榜样。”她指出，中

多样性框架’进行讨论，达成一致，明确未来 10 年在生

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

国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议程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

物多样性方面需要做什么。”

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执行秘书安妮·拉里戈德里

献者。中国提出举办 COP15，以及将在此次会议上发

保护国际基金会高级副总裁詹姆斯·罗斯说，明

说，人类失去了 85%的湿地，只有 3%的海洋面积未受

布的昆明宣言，均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

年第二阶段的会议通过“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

人类活动影响。大量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。自

护方面的领导力和承诺。

框架”是“我们不犯错误和向前迈进的契机”，而此次

然系统退化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，保护生物多样性
具有紧迫性。

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六次缔约方

会议发布的昆明宣言将是世界各国政府展示其支持

大会气候行动高级别倡导者奈杰尔·托平持类似看

“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”
“ 雄心壮志的一个

全球最大的植物保护组织之一国际植物园保护联

法：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

盟秘书长保罗·史密斯认为，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

护和环境保护的多边主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机会”。
澳大利亚生态学家布伦丹·麦基期待 COP15 为
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定更雄心勃勃的目标，助推

物多样性公约》已通过近 30 年，但生物多样性丧失仍

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事布鲁诺·奥伯勒说，中国

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两个领域都做出了

国际社会开展更多合作，如将纳入保护区范围的海

在继续。
“ 除非我们看到能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

贡献：
一方面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

洋和陆地比例增加至 30%以上，
“ 这是基于科学的最

的政策，除非我们在 COP15 大会上看到这些政策，否

重要的角色，在发展低碳经济上，制定了考虑周到并具

低限度，各方如果能达成协议将非常好”。同时，他

则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将处于危险之中。”

有雄心的目标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采

也希望各国能够对现存的原始森林资源予以更多关

取了很多有效措施，
比如大熊猫繁育计划。

注和保护。

临的最大挑战是国际社会对此重视不够。联合国《生

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为世界提供经验

史密斯表示，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表现出

汤姆森认为，
“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”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诺生认为，中国将

“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力”。 史密斯说，他曾与中国科

涵盖范围广泛，对保护地球生命至关重要。
“ 根据我

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能力给世界提供

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有密切合作，
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

在联合国的经历，我认为中国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公

了有益经验。她感谢中国政府举办此次大会，
认为这重

物保护工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“这是保护植物的系统

约执行的拥护者。因此我坚信关于明年通过‘2020

申了中国对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

方法，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合作伙伴和机构正努力保护

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’的谈判将得到中国的大

议程的承诺，并指出，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

每一个植物物种。”

力帮助。”

载有 51 人的通勤班车坠河
已致 13 人死亡，公安部派工作组赴现场
10 月 11 日，
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敬业集团一辆
核载 55 人、
实载 51 人的通勤大巴车在滹沱河王母桥落
水。据报道，截至当天 19 时，经全力搜救，共救出 50
人，其中 37 人平安（29 人已返回工作岗位，7 人在医院
留观，
生命体征平稳，
肇事司机 1 人被依法控制），
13 人
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；
另失联1人仍在全力搜救中。
接报后，公安部高度重视，已派工作组赶赴事故
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，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
府领导下，全力配合做好搜救落水失踪人员和善后工
作，并迅速查明原因，依法追究责任，切实维护人民群

河北省委书记、省长第一时间批示

水 搜 救 ，事 发 路 段 为 双 向 四 车 道 ，上 下 行 各 两 个 车

据河北日报消息，事故发生后，河北省委、省政府
高度重视，省委书记王东峰、省长许勤第一时间作出批
示，要求不惜代价搜救失联人员，全力救治受伤人员，
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妥处善后事宜。
河北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袁桐利立即安排省应
急厅、省公安厅派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。
河北省委常委、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，副省长刘
凯，石家庄市长马宇骏紧急赶赴事发地，现场指挥调度
事故处置工作。
河北省应急厅、
省公安厅、
省卫健委、
省消防总队以及
石家庄市、
平山县有关负责同志在现场组织各类救援力量，
全力开展人员搜救、
事故调查、
医疗救治等各项处置工作。

道。有多辆挖掘机和钩机停在事发桥头附近，多地

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目前，公安机关已对肇事司机进行
控制，人员搜救、事故调查、医疗救治等工作正在全力
进行中。
■ 综合央视新闻、新京报、南方都市报、河北日报等

救援队集结在此进行打捞。坠河车辆已被打捞上
岸，车体已严重变形。
蓝天救援队石家庄队队长薛令涛告诉记者，目前
打捞难点在于水流比较急，水域比较复杂，
“（水深）从
2 米到 10 米左右都有，深度不同。而且水下杂物如树
枝、树杈、木头还有草较多，救援难度比较大。”
11 日 15 时 40 分许，参与现场救援的蚂蚁救援队一
名队员称，
大巴车在 11 时之前被打捞上岸。该搜救队员
表示，
事发路段为漫水桥，
桥连着一段漫水路。目前他们
仍在积极搜寻失联人员。
此外，当天中午 12 时许，河北省平山县委宣传部向
记者确认，上午涉水倾覆的大巴为当地敬业钢铁集团的

救援难度比较大

通勤车。11 日午间，敬业钢铁集团一名员工表示，涉事

11 日 下 午 ，记 者 在 搜 救 现 场 看 到 ，滹 沱 河 面 上
有多条皮划艇及冲锋舟在搜寻失联人员，有蛙人下

车辆为该集团通勤车，系从其他公司临时租赁的。事发
时，
车辆从平山县城载了员工，
准备到南甸镇上班。

